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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原寒旱地区酿酒葡萄双抗优质栽培技术规程
1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葡萄露地抗寒抗旱、优质生产的产地环境、品种选择、种苗要求、苗木定植、肥水管
理、整形修剪、花果管理、越冬、病虫害防治及采收等技术要求。
本标准适用于内蒙古露地酿酒葡萄的栽培生产。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GB/T 8321 （所有部分）农药合理使用准则
NY 469 葡萄苗木
NY/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
NY/T 857 葡萄产地环境技术条件
3 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3.1
双抗优质栽培 cold and drought resistance cultivation of high quality
为适应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特点而进行的抗寒、抗旱、果品优质的栽培模式与技术。
3.2
深畦 deep-furrow
栽植畦面低于田间地面 30 cm。
4 产地环境
4.1 气候条件
年均温6.5 ℃以上，年活动积温（≥10 ℃）2800 ℃以上；无霜期130 d以上；年日照时数2800 h
以上。
4.2 环境条件
排水良好的壤土、沙质壤土或砂质壤土，土层厚度大于80 cm；pH 6.5～8.5；其他环境条件执行NY/T
857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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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品种选择
依据适地适栽原则，结合产地生态条件、品种特性（抗逆性、成熟期、品质要求等）
、市场等综合
因素确定品种配置方案。
6 栽培技术
6.1 种苗要求
苗木质量执行NY 469的规定，优先选择以抗寒、抗旱、抗根瘤蚜的‘贝达’做为砧木的嫁接苗。
6.2 定植
6.2.1 定植时期
休眠苗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，营养袋苗在当地6月上旬定植。
6.2.2 定植密度
单篱架矮干水平整形按株行距1 m×3.5 m（机械化栽培）或1 m×2.5 m（非机械化栽培）栽植；单
篱架矮干水平（改良V形）整形按株行距1 m×4 m（机械化栽培）或1 m×3 m（非机械化栽培）栽植。
以上均按南北行向或沿梯田（等高线）成行。
6.2.3 栽植方法
采用深畦栽植。挖宽 1 m、深 1 m 的定植沟，表土与底土分开放置；将表土与有机肥按 4：1 拌匀
回填，回填后灌水沉实土壤，平整畦面，使畦内栽植面距地面 30 cm（即栽植畦深 30 cm）
。栽前将苗木
修根、剪留 2～3 芽后，将根系浸泡在清水中充分吸水。栽植时深度以苗木根颈部在地下 5 cm 为宜，
使苗木根系舒展，填土踏实，灌透水后覆土或覆膜保墒。
6.3 肥水管理
6.3.1 施肥
6.3.1.1 施肥原则
根据葡萄的需肥规律进行平衡施肥，以有机肥为主，化肥为辅。按 NY/T 496 的规定执行。
6.3.1.2 施肥方法
2

2

在果实采收后秋施基肥，以有机肥为主，施用量 3000 kg/667m ～4000 kg/667m ，并与氮磷钾复合
2
2
肥20 kg/667m ～30 kg/667m 混合施用，采用深40 cm～60 cm、宽30 cm～40 cm沟施，定植沟两侧轮流
进行。每年于萌芽前、果实膨大期、果实转色期施用复合肥，萌芽前以氮为主，果实膨大期以氮、磷为
主，转色期以钾为主。施用量按生产100 kg果实需氮（N）0.6 kg、磷（P2O5）0.3 kg、钾（K2O）0.6 kg
进行。于花期叶面喷施0.2 %硼砂溶液1～2 次，果实膨大期和着色期喷施0.3 %磷酸二氢钾溶液2～3 次。
6.3.2 浇水
按萌芽期、花期前、果实膨大期、采收后和上冻前供水；花期控制水量，果实采收前 7 d～10 d
停止浇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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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 整形修剪
6.4.1 整形
6.4.1.1 单篱架矮干水平整形
6.4.1.1.1 架式及树形
单篱架架高1.6 m，栽植畦面距田间地面30 cm，第一层铁丝距栽植畦面50 cm。主干高50 cm(主干
距栽植畦面50 cm，距田间地面20 cm)，沿葡萄行向留1个主蔓水平绑缚于第一层铁丝上，主蔓长度为1 m。
主蔓上每10 cm～15 cm培养1个结果枝，沿架面垂直分布。
6.4.1.1.2 整形方法
定植当年每株留1个健壮新梢培养主蔓，引缚上架使其直立生长；冬剪时将其水平绑缚于第一层铁
丝上，水平长度剪留1 m。第二年在主蔓上每10 cm～15 cm选留1个结果枝，向上引缚生长，抹去其余芽
和新梢；冬剪时留2～3 芽短截成为结果母枝。第三年每结果母枝选留1个结果枝，冬剪时留2～3 芽剪
截。以后每年对结果枝组进行更新修剪。
6.4.1.2 单篱架矮干水平（改良 V 形）整形
6.4.1.2.1 架式及树形
单篱架架高1.6 m，栽植畦面距田间地面30 cm，第一层铁丝距栽植畦面50 cm。主干高50 cm（主干
距栽植畦面50 cm，距田间地面20 cm），沿葡萄行向留1个主蔓水平绑缚于第一层铁丝上，主蔓长度为
1 m。主蔓上每15 cm～20 cm着生一个结果枝组，每个结果枝组着生2 个结果枝，结果枝沿葡萄行向按
50 °～60 °朝两侧斜向生长，分布呈V形，V形顶部间距1 m。
6.4.1.2.2 整形方法
定植当年每株留1个健壮新梢培养主蔓，引缚上架使其直立生长；冬剪时将其水平绑缚于第一层铁
丝上，水平长度剪留1 m。第二年在主蔓上每15 cm～20 cm选留1个结果枝，向上引缚生长，抹去其余芽
和新梢；冬剪时留2～3 芽短截成为结果母枝。第三年每结果枝组培养2 个结果枝，结果枝沿葡萄行向
按50 °～60 °朝两侧斜向生长，分布呈V形；冬剪时分别留2～3 芽剪截。以后每年对结果枝组进行更
新修剪。
6.4.2 修剪
6.4.2.1 冬季修剪
冬剪在落叶后至埋土前进行。根据品种特性、架式树形、产量等确定结果母枝的修剪强度及更新方
式。定植当年主蔓修剪采用长梢修剪（一年生枝留7 芽以上），从第二年开始结果枝组修剪主要采用短
梢修剪（一年生枝留2～3 芽）；更新修剪采用单枝更新或双枝更新。
6.4.2.2 夏季修剪
在生长季中，采用抹芽、定枝、摘心、副梢处理等修剪措施对树体进行管理和控制。
6.5 花果管理
2

疏除过密、
过多及细弱果枝上的花序，
每结果枝保留 1～2 个果穗，成龄园产量控制在 500 kg/667m ～
2
1000 kg/667m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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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6 病虫害防治
6.6.1 防治原则
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”的防治方针，综合应用农业防治、生物防治、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
措施。
6.6.2 防治方法
及时清理病虫枝、叶、果，集中挖坑深埋，减少浸染菌源和虫源；秋季结合施肥深翻树盘，消灭越
冬虫体；架下喷施石灰杀死病残体中的病原物。使用诱虫灯和粘虫板诱杀活动的害虫。营造有利于天敌
繁衍的生态环境，繁殖、释放和保护害虫天敌。化学防治时农药使用执行GB/T 8321的规定，病虫害化
学防治参见附录A。
6.7 采收
6.7.1 采收期
在成熟期前，每隔 3 d～5 d 测定果实含糖量和含酸量。根据酿酒类型，果实成熟采收期为酿造红
葡萄酒时葡萄含糖量最低需达到 23.0 g/L、含酸量达 5.0 g/L；酿造白葡萄酒时葡萄含糖量最低需达到
21.0 g/L、含酸量达 6.5 g/L。
6.7.2 采收
在上午待果实上的露水干燥后进行，从果穗梗的基部将果穗剪下。
6.8 越冬管理
在土壤封冻前灌足越冬水后埋土防寒。葡萄经休眠季修剪后，植株最高点（结果母枝）距畦面 50 cm，
距离田间地面 20 cm；防寒埋土时不需下架，只需在填平栽植畦面的基础上，再在地面上埋土 30 cm～
40 c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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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A

附 录 A
（资料性附录）
葡萄病虫害化学防治
主要病虫害

防治措施
65% 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400~600 倍液；1:0.7:200 倍波尔多液；50% 甲呋酰胺可湿性粉剂 800～

霜霉病

1000 倍液；12.5% 噻唑菌胺可湿性粉剂 l000 倍液；25% 甲霜灵·霜霉威可湿性粉剂 600～800
倍液。

黑豆病

白粉病

灰霉病
白粉虱
红蜘蛛

40% 苯醚甲环唑水乳剂 4000 倍液；40% 氟硅唑乳油 8000~10000 倍液；1:0.5:240 倍波尔多液；
800 倍多菌灵。
百菌清 500 倍液、50% 甲基托布津 500 倍液、50% 硫磺悬浮液 300～400 倍液、20% 粉锈宁（三
唑酮）乳油 1500 倍液。
40% 二甲嘧啶胺 1500 倍液；50% 多菌灵 750 倍液；40% 咯菌腈悬浮剂 2000～3000 倍液；50% 啶
酰菌胺 2000~3000 倍液；40% 嘧霉胺 2000～3000 倍液。
70% 吡虫啉WDG 1500 倍液；50% 噻虫啉WDG 2000~3000 倍液；烯啶虫胺+丁醚脲1000~1200 倍液。
2.5% 功夫乳油 2000~4000 倍液；1.8% 阿维菌素乳油 4000~5000 倍液；73% 克螨特乳油 3000 倍
液；24% 螨危悬浮剂 4000 倍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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